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我用积
攒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个生日蛋
糕，还准备大显身手———为爷爷
烧一桌美味佳肴。

下午，我和奶奶早早地去菜
场选购好食材，一回家就忙起
来：剥壳刨皮，掐尖去根，清洗切
段。

万事俱备。我穿上围裙，开
始炒第一道菜———韭菜炒鸡蛋。
我小心地在碗口敲破蛋壳，轻轻

一掰，蛋黄、蛋清滑入碗里，我一
连打了三个鸡蛋，加入少许料酒
和盐，用筷子快速搅拌。接着我
点燃煤气灶，在锅里加入少许菜
油，等油稍热，倒入蛋液。锅里立
马发出了刺啦刺啦的声音。我赶
紧用铲刀不停地翻炒，很快，蛋
液凝成了亮黄色的蛋块，我将它
盛在碗里备用。该炒韭菜了。我
把锅洗净烘干，加入两调羹油，
放入韭菜。因为有些菜叶上还带

着点水，锅里发出了更大的噼里
啪啦声。我挥舞着铲子，不停地
翻炒着韭菜，就像指挥着千军万
马一样。约三分钟，刚才还兴高
采烈的韭菜们没了声音，颜色由
碧绿变成了墨绿，身体也变得软
塌塌的。我加入少许盐，倒进刚
才炒熟的鸡蛋，将韭菜和鸡蛋翻
炒混合，最后，加入少许味精，又
翻炒了几下。看，“韭菜炒蛋”新
鲜出锅了，鲜香油亮，真诱人！

接下来，我在奶奶的指导下
又炒好了另外四道菜：丝瓜炒豆
子、洋葱炒猪肝、红烧面筋塞肉、
丝瓜海带竹笋汤。
生日晚宴开始了。我们为爷

爷唱响了生日歌。爷爷每尝一道
菜，就忍不住称赞起来：“味道真
好，谢谢我的好孙子！”这时，我
心里那个乐啊，难以形容！
觅渡桥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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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陆昊辰

指导老师 陆小娟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
间，我已在初中生活两个多月
了，现在，只要稍一回忆那段天
真烂漫的小学时光，我的眼角就
会湿润了……

小学时，我有一位很要好的
朋友，我俩自从三年级开始就形
影不离，虽然我们并不在一个班
级，但下课后经常一同嬉戏，放
假了也常在一起做作业，好得像
亲姐妹一样。

记得秋日的某一次放学，下
着瓢泼大雨，因为妈妈早上有事
外出，没有叮嘱我带雨伞。我一
边收拾书包，一边盼望着有人来
接我。可是等了好久，也没见爸
妈过来，我的心一下子跌到了谷
底，一个人小声地抽泣起来。还

好，天无绝人之路，她正好打扫
完卫生准备回家，看到我在哭，
连忙问我怎么了。“我今天没带
伞，爸妈也没来接我……”我抽
噎着。“别哭，又不是什么大事，
我带伞了，我送你回家！”她轻轻
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黄豆般大的雨滴打在伞上，
发出“啪答啪答”的声音。这把伞
似乎小了点，不能撑下我和她两
个人。我使劲地往她身边靠了
靠，她主动往旁边站点，让伞多
往我这边来一点。雨越来越大
了，渐渐地，我的肩膀也湿了，可
扭头一看，我的心酸溜溜的，她
几乎整个身子都淋在雨中，身上
的衣裤都湿了。“快到伞里来！”
我拉着她的手臂。“没事，反正一

会儿到家了。只要你安然无恙就
行！”她咧着嘴在笑。

终于，到我家门口了，我抖
了抖身上的雨水，招呼她进屋擦
一擦。“不用了。”她向我道了再
见，便急匆匆地打着伞走了。秋
日的雨，已夹杂了几分凉意，又
一阵大风吹来，被淋湿的她不禁
打了个寒颤。我默默地注视着那
把杏黄色的小雨伞，像一艘在风
雨中摇曳漂泊的小船，努力寻找
着停靠的港湾。那把杏黄色的小
伞走过大桥，渐渐消失在我的视
野中。

第二天，我打着伞去上学，
以往总能在路上碰到她，今天走
到学校也没见到她的人。好不容
易上完第一节课，我赶忙去她教

室问她同学，原来她发烧了。我
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溢出了眼
角。

放学后，我跑着去她家。见
我来了，她高兴地从床上爬起
来。我的鼻子又酸了，一声“对不
起”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见
我这模样马上不开心了，“我们
谁跟谁呀？你这样就不把我当好
姐妹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
地说了“对不起”，然后，我俩都
哭了，紧紧地抱在一起……她就
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杨亦芸，
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横林初级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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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钱灵

指导老师 朱春华

在我心中，最难以忘怀的是
父亲那双粗糙有力的手。父亲的
手，没有光滑、润泽的皮肤。四十
年的风霜雪雨，在父亲的手上留
下了一道道沟壑，虽然浅，却清
晰可见。父亲的手干燥粗糙，就
像松树皮，可就是这双手，让我
体会到了父爱的温柔，是我成长
道路上的扶梯。
有一次，我的眼睛因患角膜

炎而要开刀，可医生并不打算用
麻醉剂。手术前，我的心里恐慌
不已，爸爸安慰我说：“没事的，

你开刀的时候就攥着我的手，有
我在你身边，你还怕吗？”我犹豫
着，在手术室门口徘徊了一会
儿，终于进去了。我躺在卧椅上，
紧紧握着爸爸的手，倏忽间，我
感觉到他的手尽管粗糙，但是那
么温暖，让我的心里少了几分恐
惧。手术中，医生很快地把我的
眼角划了开来，那一刻，我实在
痛得极惨，我把爸爸的手捏得更
紧了，痛得钻心时，我甚至用指
甲紧紧抠着他的手，我能感觉
到，爸爸也在痛苦着，医生用力

地把脓挤出来，原本咬紧牙关的
我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在我的眼
眶里打转，最后伴着血流了下
来，我的手不停地出着冷汗，并
且还把爸爸的手用力地扭着，偷
眼瞅爸爸，他这时抿着嘴，眉头
紧皱着，想必他也痛得很，恍惚
中，我慢慢地把父亲的手握得松
了些，细细感受，他的手那么瘦，
手指像竹枝似的，青筋暴露在手
背上，格外明显，我的泪夺眶而
出。以前竟从没留意过他的手是
这样的。手术结束后，我拿起父

亲的手，到处是被我抓过的伤
痕，那双手，瘦得仿佛骨头都能
看见，我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
来，父亲憨憨地笑着，用他的大
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儿。”
趁父亲没注意的当隙，我在一旁
偷偷地抹着眼泪……

父亲的手，尽管粗糙，但对
我们是那么细腻；父亲的手，尽
管瘦削，但能为我们撑起一片
天。父亲的手，令我难以忘怀。
横林初级中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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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王雯雯

指导老师 朱春华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熟
悉的味道，使人感到温馨、快
乐。
“起床啦！”朦朦胧胧，爷爷

似乎在我床边。“再睡会儿，还
早呢。”我好像是这么回答的。
“快点，还要拜年呢。”哦，今天
是年初一。于是，我以最快的速
度穿好新衣服，冲下楼梯，向家
人拜年。拜年自然是收获多多，

一个个红包向我飞奔而来，真开
心。

吃完早饭，按照惯例我们回
老家拜年，一路上都洋溢着节日
的气氛。爆竹声，声声清脆，祝
福语，句句暖心。在老家拜年，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学习进
步……”我把所有的好话都说了
个遍，他们都夸我是个懂礼貌的
孩子，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拜完年，我们就在大奶奶家
做元宵。洗好手，和好面粉，我
就开始搓元宵。我抓一小把面
粉放在手心里搓着，可是怎么搓
也搓不成球形的。本以为是很
简单的一件事儿，可我怎么做都
不对。没办法，我只能求助于大
奶奶。她很耐心地教着我，“要
把米饭放在一只手的中间，另一
只手按照顺时针方向搓动起来

就可以了。”嘿，好了，我居然搓
出了一个小白球。按照相同的方
法，我搓了一个又一个，看着这
些白白的小家伙我好有成就感！

元宵飘香，我隐约又闻到了
那股熟悉的味道，我想这便是家
的味道！
西夏墅中心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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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陈嘉润

指导老师 祁惠娟

熟悉的味道

本版电话#

$##%"&&'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13B编辑 周玮玮 版式 李渊杰 校对 王卫宇小记者 百草园·

虽然我特别爱吃春卷，但自己还
是很少亲手包的，今天我可要大显身
手一番。炒熟的青菜、荠菜、猪肉、油
渣、虾仁馅儿散发着阵阵诱人的香味，
刚端上桌，我们几个小毛孩就已经迫
不及待了。我先将刚刚从妈妈那里“复
制”来的春卷的做法“粘贴”在脑海里，
随后一双“灵活”的小手便“舞动”起
来。我先把皮摊平，再放入一勺菜馅
儿，然后卷一圈，再将两头多出部分向
内折拢对齐，接着再卷一圈，在边皮上
抹一些水，最后封上口，就OK了！一
个亭亭玉立的春卷就呈现在了我的眼
前。几乎在同时，表姐的春卷也做好
了，她的春卷像一个精致的艺术品，粗
细适中，煞是好看！再看妈妈、阿姨、
外公、外婆包的，阿姨包得最快，质量
也不赖，也许是她“心眼像蜂窝———窍
门多”吧；妈妈可是“麻雀子过路分公
母———厉害角色”，对着外行老爸指指
点点；老爸一直将不满意的春卷不停
地翻工，最后皮都破了”……
下锅啦！一个个春卷倒入锅中，听

着油锅里的“嗤嗤”声，香气弥漫整个
屋子。经过几分钟的等待，春卷出锅
了，只见它们一个个色泽金黄，中间皮
薄的地方还透着翠绿的馅儿呢！
我迫不及待拿了一个刚出锅的春

卷，咬了一大口，好烫！我一边哈着气，
一边咀嚼，这春卷外酥里鲜，外脆里
嫩，口感极佳，再加上绵软、多汁的菜
馅，那更是妙不可言，别具一格，不愧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啊！一个春卷
下肚，我忍不住舔舔手指，回味着留在
唇齿间的美味。

博爱教育集团龙锦校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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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袁艺珊

最近，我们班迷上了一种体育运
动，它既可以锻炼我们的体力，又可以
训练我们的判断能力。这个运动就是
打沙包。
瞧，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就忙开

了，有的在找“战友”，有的在讨论战
术，还有的同学迫不及待地挑了个有
利地形，准备“观战”。我邀了张祥和陈
瑞杰，准备接受陈宇一组的挑战。

随着牛老师的一声令下，“战斗”
开始了。陈宇首先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只见他拿出沙包，掂了几下，高举过
头，瞄准目标。突然，他狠狠地跺了两
下脚，随着一声大喊“看我的厉害”，沙
包就带着一股强劲的气流，似炮弹一
般向我呼啸而来。我当然不会坐以待
毙，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当“炮弹”
飞过来的一霎那，我身轻如燕，快速闪
过。只见那颗炮弹“砰”的一声，反而落
在了陈宇的“战友”———陈泽民的身
上。我和我的战友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立马转过身，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陈
宇队的“攻击”越来越猛烈，“炮弹”一
次次从我的身边飞过。渐渐地，大家的
体力越来越弱，一不小心，陈瑞杰被
“炮弹”狠狠砸中，败下阵来。拯救“战
友”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只要接
到沙包，就可以救回战友。我紧紧地盯
着沙包，等待着机会的到来。终于，一
颗“炮弹”向我飞来，软绵绵，轻飘飘，
我乘机向上一跳，一把接住沙包。“我
终于成功了！”我忍不住高喊，兴奋得
手舞足蹈。
打沙包不但有趣，而且刺激。现在

这项活动已经成为我们班同学的最
爱。

博爱教育集团龙锦校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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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万斌成

指导老师 牛丽英

我为爷爷做生日晚餐

忘不了那把伞

父亲的手

山茶花

第一次包春卷

没有硝烟的“战斗”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噢！春天在我家的院子里。

你瞧，我家门前有一大盆带上
露水的山茶花，它们在这第一
场春雨中醒来了，正姗姗地走
向春天，我发现这一幕很美，也
正是自己久久期待的这一刻！

看呀！美丽的山茶花就像
一个大家族，有的含苞待放，有
的一半开，一半没开，若隐若
现，有的已经开完整了，有的已
经变色了，含苞未放的花苞像

是一位可爱的婴儿躺在绿色的
摇篮里。开了一半的花苞像害
羞的少女，完全开放的花苞像
一位待嫁的新娘，变色的花苞
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大家快
来看啊！这真是一个完美的大
家庭啊！

花瓣摸上去软软的，像是
一块红色绒布，整朵花像张笑
脸，风吹来了，发出了吱吱的声
音，像是在向人们炫耀，“春天
的我美吗？”

我家的山茶花开了，春天
也就来了。

邹区中心小学 包沁卿

指导老师 徐梅峰


